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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党代会 荆楚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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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佳 肖娟）近日，华中科
技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里， 电话铃响个不
停。 月底，该校近千名校友将齐聚武汉，出
席华中科技大学第十届企业家论坛。“单从
身价上看， 回汉参会的 500 多位校友企业
家的身价总和，将超过万亿元。 ”华中科大
校友办副主任李志强说，他们的到来，无疑
为武汉发展带来机遇与动力。
29 日， 主题为“创新驱动 大城崛
起——
—新武汉·新机遇”的华中科技大学第
十届企业家论坛将在汉举行。 为期一天的
论坛内容丰富，经济学家张燕生、李佐军、
向松祚，企业领袖汪潮涌、周云杰、陈宗年
等将进行主题演讲，还有政企对话、武汉市
重点推荐项目展示、 华中科技大学第四届
创业投融资论坛、华科人创业项目秀、独角
兽换位辩论赛、 福布斯新锐群英会等多场
活动。
十年盛会， 资智回汉。 论坛落户的背
后， 是华科校友对“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
程”的热情回应，也是武汉市委市政府的主
动谋划。
李志强告诉记者，“资智回汉” 工程
启动后，华科校友倍感兴奋，尤其是企业
家大佬，纷纷打电话来学校询问。 得知消
息，武汉市招才局迅速行动，与华科展开
对接并商定， 将第十届企业家论坛落户
武汉， 由武汉市政府与华中科技大学联
合主办。
政校联手，引发巨大吸引效应。海康威
视董事长陈宗年、华为轮值 CEO 郭平、信
中利创始人汪潮涌、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
富年科技董事长龚虹嘉、 高德红外董事长
黄立、北京释码大华创始人王晓鹏、阿里巴
巴原副总裁涂子沛等一批华科系大佬，均
已确定出席论坛。他们中，不少人已提前来
汉考察，一系列重大投资项目，将在论坛上
“揭开面纱”。长江日报记者获悉，本次论坛
上，由华中科大校友“掌舵”的海康威视、平
安资产、海尔智研院等十余家企业，将为武
汉带来近 400 亿的项目。
“武汉是智慧和机会的缘地，现实与
梦想的天梯。 ”前不久，华中科技大学校
友、海康威视董事长陈宗年在受聘武汉首
批招才顾问时“喊话”全球各地的武汉高
校校友：“尽管来第二故乡，第二故乡也盼
望你们回来。 ”
1999 年在京创建信中利资本的汪潮
涌， 第二年就回到母校华中科技大学，投
出在汉第一家企业。 10 余年他在湖北投资
了超过 30 个项目， 超一半都是投给了武
汉人或曾在武汉求学又留在武汉创业的
企业家。
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梁茜说， 武汉提
出“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令他深受鼓
舞，“这充分说明， 市委市政府对中央关于
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部署认识深、 对城
市发展见解深、对知识分子情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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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大创业企业家密集度惊人
他们有CPU般大脑更有亟待爆发的创意
如果说 2004 年海外兴起“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家
群现象”，那么现在国内出现了“华中科大创业企业家
现象”。
一大帮充满创造荷尔蒙的年轻人在此聚集，历经校
园岁月浸润，若干年后，戴上了“创投教父”“微信之父”
“
PPTV 之父”
“
互联网新贵”等名头，成就了
“聚如火，散
似星”的佳话，华中科大
“
创业企业家”的密集度惊人。

“更有高科技的敏锐度，更能够理解新产业”
华中科技大学正门，关山大道一路向南，距离 3.2
公里处，海康威视大楼矗立，成为关山大道上的一个
地标。
海康威视董事长陈宗年，31 年前从华中科技大学
毕业，打造出一个数字监控领域的龙头企业。 他最初
的创业伙伴，是同届毕业的校友胡扬忠。 两人同在杭
州中电五十二所，日后完成了从工程师到企业家的人
生转型。
华中科大校友龚虹嘉的加入，让海康威视插上资
本的翅膀，连续 5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视频监控设备供
应商，市值超 2500 亿元。作为天使投资人，龚虹嘉从海
康威视获得了近万倍的高额回报，但他的初心，“只是
想帮同学实现自己的梦想”。
同在海康威视大楼的卷皮，也有类似基因。
2009 年，26 岁的夏里峰从华为辞职，回到母校华中
科技大学寻找创业机会，认识了还在软件专业就读的师
弟黄承松。 师兄弟合作打造的平价电商企业，如今已是
武汉互联网独角兽之一。
更早几年，还在通讯工程专业就读的夏里峰结识
了姚欣，参与了 PPTV 的早期创业。“华科男”姚欣的
创业故事又激励了读高中的付小龙，他攒着劲考进了
华中科大，日后也折腾起
“休学创业”。
“创业红娘”刘玉教授创建 Dian 团队，孵化出 520
人，已产生 54 家创业公司。 520 人中产生 54 家创业公
司的比例，几乎超过了美国斯坦福大学。

创新和创业滚成雪球， 原本默默无闻的工科男在
商界驰骋，世人蓦然发现，“华科男”已经成为一个创业
群体、一种创业现象，他们被描述为具有“CPU 般的大
脑，小闷骚的内心，还有亟待爆发的创意与热情”。
“木讷”“码农”“程序猿”的标签之下，可以带着极
客的神秘色彩，也有着某种简单和坚定，比如，实用而
且实干，就想安安静静地做一款好用的产品；比如，对
于自我和他人的困惑，就想用掌握的技术手段去回应、
挑战或征服。
技术，是绝大多数华科人创业的关键词。
1999 年， 该校电信系硕士毕业生黄立辞职下海，
以全部积蓄 30 万元创立了高德电气，日后，这个做“黑
科技”的企业帮助他登顶湖北首富榜。
华中科大的基因里，不仅仅只有技术。“
我们比社会
上没有学过理工科的创业者更重技术，更有高科技的敏
锐度，更能够理解新产业。我们比其他文科、财经专业的
同学拥有更好的知识结构，比自动化、电子或者材料专
业的同学更懂市场价值、设计品牌、营销、人力资源。”从
华中科大走出的信中利创始人汪潮涌告诉记者。

超七成华科男“迭代”创业新想法
把奔涌的内心，投射于现实，也许是华科人更能创
业成事的原因。
上网查楼盘信息，是黄铁森团队每天的功课，他们
骑着单车到各小区周边水果门店推销“森果” 有 4 年
了。这是一个水果零售领域的互联网产品，包括称重收
款、微信商城等系统。
在华中科大学着电子科学技术专业， 却以卖水果
作为创业原点，生于 1992 年的黄铁森创业很实在。 他
的故事进入了央视纪录片《创业街》。
踏实、肯干、负责任，看起来平静如水，实际上心潮
澎湃，内心的激情驱动他们在创业路上越走越远。
汪海兵创立的冰岩作坊、杨永智创立的联创团队……
华科 20 余个各具学科特色的大学生科技创新基地里，打

60岁刘玉卸任 Dian团队导师
本报讯

（记者 黄 琪 通讯员 王 潇 潇）昨日，华中科
技大学启明学院副院长、Dian 团队导师刘玉正式退
休卸任，Dian 团队导师将由电信学院副教授钟国辉
老师担任。 60 岁的刘玉老师说：“我永远不会成为早
上打太极， 晚上跳广场舞的普通老太， 以后请叫我
‘双创老太’。 ”
今年，Dian 团队正式成立 15 年。 截至昨日，由
Dian 团队历届队员创办的企业达到 52 家， 团队成员
创业比率超过 13%。 刘玉老师表示，虽然 Dian 团队是
“基于导师制的人才孵化站”，但她最初也并未预料到，
这个团队会产生如此多的创业精英。
2010 年，Dian 团队 85 号成员杨威辞职在上海创

我为武汉“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代言

全程策划 长江日报光谷编辑部

有“孤独而伟大”的信仰，为创业而生百折不挠
杨永智 4 年前写的信， 让著名投资人钟晓林一直
珍藏。 在海豚浏览器创立之初，82 级机电专业的华科
系投资人钟晓林，投资了这位比自己小 16 岁的师弟，4
年后他获得 10 多倍回报。
2014 年，杨永智卖掉了海豚浏览器，他没有忙着
套现，而是让投资人先退出，每位投资人都收到了他的
信：“拿到你们的钱时我诚惶诚恐，这次让你们赚少了，
感到很抱歉，下次让你们多赚点。 ”
之后，杨永智做机器人、区块链、人工智能，都有钟
晓林的投资，“他参与的所有项目我都投”。 数度创业，
也有做得没有起色的时候，钟晓林对长江日报记者说，
就冲那份“诚惶诚恐”，应该给有肩膀的人更多时间。
“
校友创业投资中，有校友认定的原始股，相当于天
使投资，天使投资实际上是拼人品”，华中科大上海校友
会前任会长马咏华对记者说，
“
华科校友创业企业家群”
抱团，他们有
“
孤独而伟大”的一致信仰，为创业而生，百
折不挠。
华科王牌专业光电学院的“休学生”、1992 年出生
的付小龙，曾获千万元融资，创建的“恋爱笔记”项目淡
出人们视线，他又扎进电商领域。 但半年过去，还没有
融资消息传出，“在产品不断完善和成熟后， 再做融资
的打算”。
他这一代的 90 后创业者们， 有中断创业后再创
业，有遇到撤资坚持创业，也有从海外回来创业。
他们膜拜的那些创业前辈，也有离场和转型的。创
业精神不灭，启明学院各创业团队所在楼层的墙面上，
空缺的编号正等着创业后来者填补， 而那些已存在的
名字，几年后或许还会闪亮在中国的创业江湖。

（记者肖娟 李佳）

成立点石创校仍当创业红娘

业，杨威的父母曾找到刘老师，请她一起劝说杨威不要
辞职。 当时刘玉老师也对杨威创业的举动表示怀疑，
“我担心他创业养不活自己，但杨威非常坚定，后来，他
们真的获得了千万级的融资”。
2011 年，团队 210 号成员柯尊尧未毕业就到杭州
与 201 号成员张良伦合伙创业， 刘玉老师当时持观望
态度。 事实是，他们合伙创办的“贝贝网”不久就成为
Dian 团队第一只“独角兽”。
等到 2012 年 Dian 团队 26 号成员颜庆华卖房携
妻返校创业时，刘玉老师不再怀疑、不再观望，心里只
有感动。当时颜庆华的岳父岳母来汉带孙子，刘玉老师
特地请两位老人吃饭，就是为给颜庆华“撑腰”，“颜庆

我是长安私人资本创始合伙人、华中科技大学北京校友会副会长屈向军

破专业，超七成“华科男”在通过各种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迭代”新的创业想法，一分钟都不愿虚度，不满足
无变化的生活。

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谈起这些，我既惭愧又骄傲。”刘玉老师说，“有人
说我是指导学生创业，这个说法不对，我自己都没创过
业，如何指导他们呢？ 我所做的是扶持，换句话说就是
搞好后勤，他们需要什么，我提供什么。 ”
如今的刘玉老师说起学生、说起创业仍像“打了鸡
血”。“60 岁绝不‘洗了睡’，而是换个赛道继续奔跑。 ”
她介绍，退休后，她将继续担任“创业红娘”，并成立“点
石创校”，将双创坚持到底，做一名“双创老太”。“点石
创校”类似于第二个 Dian 团队，但在人才选拔标准上
不尽相同。 目前，她已从华中科大的本科生中选出 30
人，作为“点石创校”的第一期成员。

